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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慶典料吸30萬人同歡
鄭耀棠：180 項活動讓港人感受回歸喜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回歸祖國紀念日將至，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昨日宣布，將在全港各
區舉辦約 180 項慶祝活動，讓廣大市民一同歡度普天同慶的回歸紀念日。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執行主席
鄭耀棠昨日預計，今年的慶祝活動可吸引30萬人次參與，但活動的意義不在於參與人數多寡，旨在令全
港市民一同感受香港回歸祖國 18 年所帶來的喜悅，並希望透過一系列活動深入基層，與民同樂。

回歸 18 周年慶祝活動
1.
「系列活動暨義工服務日」
啟動禮
■日期：7月1日
■時間：10:30至12:30
■地點：尖沙咀文化中心廣場(Piazza C)
■電話：3652 5801

2.港島文藝晚會
■日期：6月27日
■時間：19:30至22:00
■地點：伊利沙伯體育館
■電話：2548 5238

■鄭耀棠（中）預計，今年的慶祝活動可吸引30萬人次參與。

鄭耀棠昨日與記者茶敘時表示，今年的慶祝
活動講求多樣化及深入各區基層，旨在讓

3.
「港島社區共融嘉年華暨義工服務日」
■日期：7月1日
■時間：15:00至18:00
■地點：柴灣公園1號足球場
■電話：2548 5238

廣大市民都能感受到回歸祖國周年紀念的喜
悅，同時營造社會和諧及人與人之間互相關懷
的氛圍。

4.九龍「活力愛．慶回歸」嘉年華及車輛巡遊

邀梁振英張曉明等主禮

■日期：7月1日
■時間：下午1時至5時
■地點：旺角麥花臣球場
■查詢電話：2397 1822

5.活力愛@慶回歸系列活動

鄉議局挺港府抓經濟顧民生

■日期：7月1日
■時間：下午2時 (儀式3時)
■地點：沙田大會堂廣場百步梯
■電話：2686 1836
資料來源：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去年的慶回歸活動老少同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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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今年活動的重點為 7 月 1 日當天，由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與香港義工聯盟攜手於尖沙
咀文化中心廣場舉辦的「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18 周
年系列活動暨義工服務日」啟動禮。
屆時，主辦單位將安排一些表演項目，預計吸
引 2,000 人參與。而同時舉行的「義工服務日」
則象徵一系列義工送暖行動的開展。鄭耀棠表
示，啟動禮已邀請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中聯辦
主任張曉明、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財政司司長
曾俊華、律政司司長袁國強 、中聯辦副主任林武
擔任主禮嘉賓。

3000 義工送出 2.5 萬福袋
香港義工聯盟主席譚錦球指出，「義工服務
日」內容包括動員全港約 3,000 名義工向低收入
家庭贈送 2.5 萬個福袋、探訪低收入家庭與長
者，以及向基層學生派發免費牛奶等。他表示，
聯盟已由去年 12 月開始組織義工探訪了逾 1 萬個
基層家庭及 3,000 名長者，最終目標是探訪 1.6 萬
個家庭及6,500名長者。
另一方面，九龍各界慶典委員會及九龍社團聯
會亦會於回歸紀念日當天下午 1 時，在旺角麥花
臣球場舉辦「活力愛．慶回歸」嘉年華及車輛巡
遊，屆時將有 80 架包括軍車在內的古董車巡遊至
尖沙咀梳士巴利道。新界各界慶典委員會與築福
香港慈善基金會亦將於當日下午 2 時假沙田大會
堂廣場合辦慶回歸系列活動。此外，港島各界慶
祝香港回歸祖國 18 周年文藝晚會則率先於明晚假
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

特首今晤自由黨洽商經濟民生

■新任鄉議局主席劉業強強調
新任鄉議局主席劉業強強調，
，鄉議局要構建團結
大局。
大局。
關據鈞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關據鈞）特首普選方案被反
對派綑綁否決後，社會各界期望香港能放下爭拗，
聚焦經濟民生發展。新任鄉議局主席劉業強昨日批
評反對派否決方案令人遺憾，強調鄉議局要構建團
結大局，以國家民族利益和社會繁榮安定為大前
提，積極團結新界鄉親，支持和配合特區政府依法
施政，支持上水鄉事委員會主席侯志強參加新界東
的補選。
新界鄉議局昨日舉行執委會會議，劉業強表示，
香港正值多事之秋，在此關鍵時刻，鄉議局必須構
建團結大局，從內部架構到外部策略都要與時並
進，以新思維、新方向，為鄉議局日後發展打出更
堅定的基礎。劉業強批評反對派議員令香港市民錯
失了普選特首的機會：「上星期立法會反對派議
員，罔顧香港大多數人的意願，綑綁式否決了政改
方案，剝奪了全港 500 萬合資格選民在 2017 年普選
行政長官的機會。鄉議局對此事感到極度遺憾。」
他希望香港人放下政改爭議，支持特區政府做實
事，集中精神搞好經濟，改善民生。
立法會議員湯家驊宣布辭去立法會議員職務，特
區政府將要安排新界東補選。劉業強就此表示，新
界東有 9 個鄉事委員會，因此應高度關注補選事
宜，局內相關的委員會要作出跟進。
在鄉議局執委會上，全體執委通過「籲請劉皇發前主席留任
立法會議員」；通過鄉議局應支持上水鄉事委員會主席侯志強
參加新界東的補選，但一切尚待局內相關委員會作決定。侯志
強表示會積極考慮參選，同時會尊重委員會的最終決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2017 年特
首普選決議案被反對派議員否決後，特區政
府貫徹民生優先原則，特首梁振英率先在今
日的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提出審議 11 項與經
濟民生相關的項目。此外，梁振英近期又主
動邀請約見立法會不同黨派議員，包括工聯
會、自由黨及公民黨等，討論有關經濟及民
生議題，以建構新型行政立法關係。
昨日有傳媒引述特區政府消息人士透露，
梁振英近期主動邀請約見立法會不同黨派議
員，上周末已和工聯會議員會面，並已向自
由黨和公民黨發出邀請，希望在未來兩個星
期在特首辦會面，討論有關經濟及民生議
題，稍後並將約見民主黨，希望商討經濟和
民生事務，建構新型行政立法關係。

「能見多少人就多少人」
特首辦昨日回覆本報查詢時證實有關會面
邀請，又指會面內容無指定亦不設限，只是
希望能見多少人就多少人，至於時間則會盡
量配合大家。
自由黨榮譽主席、立法會議員田北俊昨日
向傳媒表示，特首辦邀請自由黨於今日上午
十時與梁振英會面。
身兼反對派「飯盒會」召集人的公民黨
黨魁梁家傑亦表示，昨日早上也收到特首
辦主任邱騰華電話，邀約公民黨於昨午 5
時與梁振英會面。他引述邱騰華說「原來
係無乜特別的議題嘅，總之特首想搵公民
黨見吓面」。不過梁家傑指時間倉促，黨
員未及回覆，議題也不確定，昨日未有應
邀會面。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日前提到，上周
的會面約 1 小時，6 名工聯會立法會議員均
有出席。會面中談及土地開發、前海發展及
設立創新及科技局等經濟民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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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賓府感謝外商來港投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據聯合國報告顯示，
香港外來直接投資的流入和輸出均排名全球第二。特首
梁振英昨日在禮賓府接待數百名在過去一年來港設立子
公司的外商代表，感謝他們以香港為基地，發展業務，
促進香港經濟發展。他強調，香港會把握好國家「一帶
一路」發展戰略及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機遇，
令香港經濟更上層樓。
梁振英昨日在禮賓府接待數百名外商代表後發表網
誌，感謝他們在過去一年來港設立子公司，促進香港經
濟發展，又強調推動香港經濟發展十分重要，「沒有經
濟發展，改善民生、扶貧安老助弱，根本無從說起。」

程，甚至公開在網上發文稱永不來港，香港若遊客減
少，消費額一落千丈，令經營零售業和旅遊業的工商
界人士損失巨大。
李鋈麟慨嘆，香港最大問題在於民生議題政治化，
又認為隨着香港與內地的經濟、文化交流日益密切，
未來反對派及激進團體會利用部分市民對社會現實的
不滿，繼續製造事端，逢中央必反、逢內地必反、逢
特區政府必反。
他又說，在年底的區議會選舉和明年的立法會選舉
中，反對派鑒於否決決議案所帶來的「票債票償」效
應，很有可能會大作文章，對愛國愛港人士發起新一
輪政治攻勢。

倡修補裂痕 發展經濟
展望未來，李鋈麟呼籲社會各界放下政治爭拗，將精
力投入到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上，否則讓爭拗持續下
去，社會不穩定因素會進一步增加，對於整體經濟和營

■李鋈麟擔心否決政改會令內地民眾以為香港喜歡跟國
家對着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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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環境將造成嚴重損害。他同意特首梁振英將施政焦點
集中在經濟、民生事務上，認為這能夠緩和香港目前消
極、激進的社會氣氛。
他更希望能有更多溫和理性的聲音傳遞出來，修補社
會裂痕，推動香港向前發展。

梁振英又引述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新發表的環球
投資報告，指香港在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和輸出都排名全
球第二。他強調，香港雖然只是一個城市，但是作為環球
及區域的投資樞紐，重要性僅次於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
體，令人鼓舞。
梁振英認為，外商來香港既是來到內地，但又可享受
香港的「兩制」，讓香港發揮超級聯繫人的作用，把內
地和全球經濟聯繫起來。他承諾未來香港會把握好「一
帶一路」和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機遇，令香港
經濟更上層樓，讓各行各業各階層有更好的發展機會。

勸反對者學懂與中央溝通合作

李鋈麟責反對派扼殺普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2017 年特首普選決議
案被 28 名立法會議員投下反對票扼殺，令香港政改原
地踏步。全港各區工商聯會長李鋈麟昨日批評，反對派
議員剝奪全港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權利，
要為是次政改失敗負責。他又擔心結果會令內地民眾以
為香港喜歡跟國家對着幹，減少來港，打擊零售業和旅
遊業。
李鋈麟昨日接受本報訪問時認為，2017 年香港無法
實現特首普選，反對派議員要為此負責，又指否決決議
案令他們得不償失，因特區政府將致力處理經濟、民生
議題，長時間內都不會輕易重啟「政改五步曲」，另外
支持普選的市民會認為他們只是為自己謀取私利，未來
或會在區議會選舉及立法會選舉中將他們淘汰出局。
他擔心決議案被否決後，令中央深感遺憾，也令不少
內地民眾誤以為香港就是喜歡跟國家對着幹，加上「佔
領」行動及過去積累已久的兩地矛盾，令內地民眾認為
香港是個不友善、不安全的城市，部分人取消來港行

聶曉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香港在
政改爭議後要重新出發。全港各區工商聯
會長李鋈麟昨日認為，反對派要學會與中
央政府合作，尋求共識，而工商界也應向
特區政府多提建議，並協助青年向上發
展。
李鋈麟昨日接受本報訪問時強調，政治
是一門妥協的藝術，反對派應該學會與中
央合作，而不是跟中央對着幹，若真的關
心香港政制發展，就應該多跟中央溝通，
盡可能尋求共識。
對於工商界在「後政改」時期的作用，
他認為，業界要向特區政府多提建議，協
助特區政府改善施政，也應積極幫助香港
青年創造機會，協助他們向上流。
李鋈麟又說，中國內地及新加坡都在快
速發展，香港卻原地踏步、不思進取，令
很多人擔心香港的前途，社會應該仔細想
想香港可以發展哪些新興產業，特區政府
亦要想想如何跟企業、社會組織合作，扶
持初創的中小企發展。

